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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5日讯 湘A·
D05678，你没有看错，这个车
牌号码比普通号牌多一位数，
这个“顺子”是长沙第一副新能
源号牌， 选号的朱先生一眼就
看中了：“很顺， 我很喜欢”。今
天开始， 长沙放开办理新能源
汽车业务。截至目前，长沙新能
源汽车达到37599辆，其中纯电
动汽车28487辆，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9112辆。

长沙第一块新能源号牌出炉

十天前， 家住长沙市岳麓
区的朱先生买了一台白色的纯
电动新能源小车。今天上午，朱
先生早早来到长沙市交警支队
城西车管所，在车辆查验、窗口
登记后，朱先生在“50选1”的选
号中，选中了湘A·D05678。

朱先生选择了号牌后，他
选择的号牌号码信息传到了位
于望城区的长沙号牌制作中
心， 工作人员拿出准备好的绿
色空白车牌，扫描确认信息后，
在压字车间将数字压制上去
后，再进入擦字滚印车间，最后
质检、包装。5分钟后，新号码出
炉，被送往车管所。

上午10:35，长沙市交警支
队在城西车管所举行了简短的
新能源汽车号牌首发仪式，长
沙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雷泽阳
为朱先生颁发了号牌。

原有号牌换牌需网上预约

长沙市交警支队城西车管
所民警罗克介绍， 为方便群众
申领、安装新号牌，车辆管理部
门将增设新能源汽车登记绿色
通道或专门窗口， 车辆号牌制
作和发放流程由法定的十五日
提前到七日， 车主应在临时号
牌有效期止之前到车管所领
取，也可以申请邮寄代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能
源汽车前后号牌所有安装孔都
要安装固封装置，车管所将提供
号牌免费安装服务。”罗克说。

对新购置的新能源汽车，
车主可以直接到车管所办理登
记， 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
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或者“交
管12123”手机APP预先选定号
牌号码，再到车管所办理登记。
选号时， 可采取计算机自动选
取(50选1)，或者按照编码规则
自行编排的方式确定号牌。

针对已经登记的新能源汽
车，按照自愿换领原则，由车主
自主选择是否换领新式号牌，
也可继续使用原普通汽车号
牌。 民警特别提醒， 新政刚开
始， 为避免集中换牌导致拥挤
排队， 已经登记的新能源汽车
换牌需要提前预约。 需要换牌
的新能源车车主通过互联网交
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按
照“互联网预选号牌”→“互联

网换发号牌预约”→“窗口办理换
发号牌业务”步骤办理。车主可结
合自身情况， 提出预约换牌的地
点和时间申请，预约结果可查询。

此外， 为了方便广大新能源
车主办理业务， 长沙市已在全市
任意车管分所（含四县及机动车
服务站） 放开办理小型新能源汽
车业务，在潇湘、中南、城北、宁
乡、 浏阳车管分所可办理大型新
能源汽车业务。 ■记者 虢灿

他领到了长沙第一块新能源车牌
长沙全市车管所均可办理新能源新车上牌，原有号牌换号需预约

《25日起，长沙新能源汽车号牌正式启用》追踪

12月25日， 长沙市交警支队城西车管所，市
民朱先生获得长沙市第一副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扫左边二维码看现场视频）。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增设专用标志

新能源汽车号牌增加专用标志，
标志整体以绿色为底色，寓意电动、新
能源，绿色圆圈中右侧为电插头图案，
左侧彩色部分与英文字母“E”（Electric
电）相似。

号牌号码“升位”

与普通汽车号牌相比，新能源汽车
专用号牌号码增加了1位， 资源更加丰
富， 编码规则更加科学合理， 可以满足
“少使用字母、多使用数字”的编排需要。

实行分段管理

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第一
位先启用字母D、F（D代表纯电动新能
源汽车，F代表非纯电动新能源汽车），
大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第六位先
启用字母D、F（D代表纯电动新能源汽
车，F代表非纯电动新能源汽车）。

改进制作工艺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采用无污染
的烫印制作方式，制作工艺绿色环保。同
时，使用二维条码、防伪底纹暗记、激光
图案等防伪技术，提高了防伪性能。

比一比

新能源牌照有啥特点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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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湖南省科学器材进出口有限公
司现出租房产两处，一处位于
芙蓉区八一路 95号正街 1900 平
方米，另一处位于芙蓉区长岛
路 40号办公楼 200 平方米-930
平方米。 位置:省公安厅对面，
交通便利，适于办公商用，停
车方便，价格面议，欢迎咨询。
刘先生:15211096121 84461549

黄金地段 房屋招租

遗失声明
长沙米高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税号 430105079155813）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 4300163320，号码：08964
4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鸿勇建材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局雨
花分局 2014 年 6 月 5 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116006325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创优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5 年 7 月 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500
0164052，组织机构代码证 34
476520-X，税务登记证号（地）
43010534476520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帝恒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7 年 3 月 2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2351671404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建达道桥咨询有限公司长
沙高新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4301000960456401）
遗失增值税税控盘一个，遗失
增值税专用发票（空白，100 万
元版）共计 17 份（一式三页），
遗失发票明细如下： 声明作废。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4300164130 03353196
4300164130 03353203
4300164130 03353204
4300164130 03353205
4300164130 03353206
4300164130 03353207
4300164130 03353208
4300164130 03353209
4300164130 03353210
4300171130 01345926
4300171130 01345927
4300171130 01345928
4300171130 01345929
4300171130 01345930
4300171130 01345931
4300171130 01345932
4300171130 01345933
4300171130 01345934
4300171130 01345935

遗失声明
长沙伟倍工业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 2014 年 3 月 12 日由长沙市芙
蓉区国家税务局颁发的国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102
0925877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之林餐饮管理（湖南）有限
公司邵东金龙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50032059416X
O）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230
份，代码 4300163320，号码 1663
5557-166357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澧县天添服饰遗失澧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7 年 2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7236001578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惠宁影视工作室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4年 12月 16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
0105600412771； 另 遗 失 长 沙
市开福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1101
0819770807604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长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10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 ,注册号：4303810000
12232；另遗失湖南省湘乡市地
方税务局 2010年 10月 18 日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为
4303815617493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安仁县恒晟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伟，电话 18973521215

遗失声明
湖南亮剑警用装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5年 6 月 25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2
0002774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天勤厨房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贤仁,电话 18650771672。

注销公告
湘乡市通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胡国强，电话 15058574668

遗失声明
永兴县龙王岭油茶果业专业合
作社遗失永兴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4 年 4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证号 431023NA000
035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通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吕红华，电话 13710926958

遗失声明
广州市竞业水利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中南分公司将岳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 2014 年 4 月 10 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
0601000009949； 遗 失 国 地 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6
02060115213； 遗 失 组 织 机 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6011521-
3； 遗 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 ， 核
准号 J55700018184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订包包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4年 12月 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
册号 430103000169093；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3320706424；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和 IC 卡， 代码
32070642-4；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私章（郑剧本）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富升电梯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4 年 7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000255
195；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43011139515946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瑞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税号 430111668567605）遗失
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 4300153130，发票号码
037139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同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4 年 9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0001
74202；遗失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 430111058003
271；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代码 0580032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立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吴锋，电话 13786126101

注销公告
长沙九渡水茶叶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胡孟阳，电话 13517336308

注销公告
湖南德天庆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王贤利，电话 18824653696

注销公告
湖南高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王贤利，电话 18824653696

注销公告
长沙爱之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崔总，电话：13875943415。

遗失声明
湖南大漠孤湮国际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岳麓分局 2016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
L6UPFXN，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鑫瑞德医疗投资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王小飞，电话 15074986996

遗失声明
湖南聚新网络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省湘潭市九华经济区地方税
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302567666604；遗失
公章一枚，印章编码：430301
0094677；声明作废。

长沙邦典门窗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的股东会决议，公
司继续经营，正常开展经营活
动，并撤销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
股东会作出的注销本公司的决
议，解散因拟注销而成立的清算
组。 联系人:肖国锋，电话 13908489838

长沙邦典门窗有限公司
时间:2017 年 12 月 25日

继续经营的公告
关于长沙邦典门窗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湖南省银星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果香，13808401333。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瑞兴模具店遗
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
峰分局 2014 年 6 月 25 日核
发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2046001160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县南洲永胜水暖洁具店遗失
公章一枚 ，章号：4309210010
5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地宝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000557620100X）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金霞石化产品经
营部遗失中国石油长沙销售分
公司 0# 车用柴油肆吨销售通
知单，单号为：FY0032458257，
开单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范礼遗失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麻醉学专业学士学位证书，
编号为 1265042016770125；
遗失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
1265012016057701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酷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周小勇，电话: 18627319888。

注销公告
湖南宝夏石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朱杰，电话：15958983508

遗失声明
湖南影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税 号 91430105338404125G）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票发票 3 份，
代码 4300163320，号码 118088
41、11808843、118088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威斯邦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36735
50859P）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阳市赫山区百欣竹筷销售部
（普通合伙）遗失益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赫山分局 2014 年 9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 号 430903000026679； 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903395789308； 遗 失 组 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395789
3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阳市腾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益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9000000
32035；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 430903765609512；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7656095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伟投资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2014 年 4 月 1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
册号 4301940000076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和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税号 9143010256591879
1X）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3份（发票联、抵扣联、记账联），
发票代码：4300143130，发票号
码 00904988、00904989 为已作
废发票;00905000（为空白票），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冶金规划设计院天紫酒
家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00 年 10 月 1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274984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怒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苏杭，电话：18692357190


